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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构件到构件平面连接支架，其包括多个

重复的熔丝元件构造，当在熔丝元件内形成一个

或多个非弹性铰链位置时，每个熔丝元件构造都

提供预定的非弹性承载能力和可靠的非弹性变

形能力。熔丝构造串联互连，使得在支架的第一

端与支架的第二端之间的调节的总变形是各个

熔丝构造所调节的变形的总和。多个支架以层状

配置进行配置，并相互连接以形成连接组件，与

单个支架相比，该连接组件提供更高的强度或更

高的变形能力。连接组件用于连接第一结构构件

和第二结构构件。组件的预定最大非弹性承载能

力小于第一结构构件和第二结构构件的弹性承

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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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包括：

至少两个平面连接支架，其以层状配置相邻地配置；

每个所述连接支架包括用于将所述连接支架联接到第一结构构件或相邻连接支架的

第一连接构件；

每个所述连接支架包括用于将所述连接支架联接到第二结构部件或相邻连接支架的

第二连接构件；

每个所述连接支架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连接构件和所述第二连接构件之间的至少一

个熔丝构造，所述熔丝构造可操作以在施加预定载荷条件时变形；

所述熔丝构造包括至少一个熔丝元件，所述熔丝元件能够形成至少一个非弹性挠曲的

铰链位置，其允许在施加预定载荷条件时在所述第一连接构件和所述第二连接构件之间发

生非弹性变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所述铰链位置包括所述熔丝元件

的减少的厚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所述熔丝元件具有包括直的、倾

斜、渐缩或弯曲的几何形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所述预定载荷小于所述第一结构

构件和所述第二结构构件的弹性屈服载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引导元件设置在组件的多个侧面

上，以抵抗名义上正交于所施加的载荷的方向的变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所述引导元件具有诸如直的、倾

斜、歪斜、阶梯或弯曲的几何形状。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所述引导元件联接至所述第一结

构构件或所述第二结构构件或与所述第一结构构件或所述第二结构构件一体地构造。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所述引导元件联接至一个或多个

所述连接支架或与一个或多个所述连接支架一体地构造。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所述熔丝元件部分地或完全地限

定空隙，其中，所述空隙填充有弹性体、纤维增强聚合物、混凝土、水泥和压电材料中的一种

材料，以提供增加的弹性刚度、非弹性刚度和/或阻尼。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所述第一结构构件是梁或撑杆

中的一个，并且所述第二结构构件是柱或角板中的一个。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每个所述连接支架的所述第一

连接构件联接至所述第一结构构件，并且每个所述连接支架的所述第二连接构件联接至所

述第二结构构件。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第一连接支架的所述第一连接

构件联接至所述第一结构构件；

所述第一连接支架的所述第二连接构件联接至第二连接支架的所述第一连接构件；

所述第二连接支架的所述第二连接构件联接至所述第二结构构件。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第一连接支架的所述第一连接

构件联接至所述第一结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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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连接支架的所述第二连接构件联接至第二连接支架的所述第一连接构件；

所述第二连接支架的所述第二连接构件联接至最末连接支架的所述第一连接构件；

所述最末连接支架的所述第二连接构件联接至所述第二结构构件。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重复所述第二连接支架，使得

设置多个连接支架，并且在所述第一连接支架和所述最末连接支架之间串联连接。

15.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所述第一连接支架和所述第二

连接支架在相反的方向设置。

16.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一个或多个所述连接支架在与

相邻连接支架相反的方向设置。

17.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中，一个或多个所述连接支架在与

相邻连接支架相反的方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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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到构件层状熔丝连接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组件，该组件用于促进用于结构载荷抵抗系统的构件到构件连

接，结构载荷抵抗系统例如但不限于地震和渐进塌陷的结构载荷抵抗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已经开发出了多种用于结构应用的装置或支架，其中两个构件之间的相对较大的

变形被连接装置的各个元件内的非弹性挠曲变形(旋转)调节。这些装置的独特之处在于，

通过使用诸如钢之类的弹性-非弹性或弹性-塑性材料，构件之间的结构完整性或承载能力

被维持或可预测。在专利申请US2002/0184836A1，PCT/US2011/042721，US8683758B2和

US9514907B2中提供了这种装置的示例。在每种情况下，结构构件之间的强度和变形能力都

受到连接结构构件的单个支架的强度和变形能力的限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设计一种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其包括多个平面连接支架，每个连接支架

在形成一个或多个非弹性剪切或挠性铰链位置时提供已知的静态载荷能力和可靠的非弹

性变形能力，所述连接支架设置成层状配置，以提高组装强度、变形能力或组装强度和变形

能力二者。此外，该组件包括横向约束，该横向约束防止在垂直于所施加载荷和变形的预期

方向的所有方向上发生明显运动。各个支架通常包括联接至第一熔丝构造的一侧的第一连

接元件，第一熔丝构造用于连接至第一结构构件。支架内的第一熔丝构造的相对端包括用

于连接至第二结构构件或串联连接至相邻的相似第二熔丝构造的最末连接元件，然后相似

第二熔丝构造可以以任何倍数重复。最终，串联的最末熔丝构造包括用于连接第二结构构

件的最末熔丝连接元件。熔丝构造内的熔丝元件可包括提供特定的和已知的铰链位置和条

件的多个几何取向中的一个。熔丝构造串联互连，使得在第一熔丝构造的第一连接元件和

最末熔丝构造的最末连接元件之间调节的总变形是支架中所有单独的熔丝构造调节的变

形的总和。支架包括侧向约束，该侧向约束是与熔丝元件构造分开的元件，或者与熔丝元件

构造一体地构造。

[0004] 熔丝元件被部分或全部配置，以形成圆形、椭圆形、正方形、矩形、六边形、八边形、

“S”形或“Z”形或其他类似几何横截面的熔丝元件构造。多个熔丝元件构造通过串联的熔丝

连接元件互连，从而创建了平面连接支架(示例请参见图1至图4)。熔丝元件构造中的其他

形状和加强元件的使用也在本发明的范围内。支架平面中的侧向约束(在图1至图4中显示

在支架的上方和下方)由独立于支架的元件组成，并连接至第一结构构件和第二结构构件

中的一个或作为支架的扩展与支架一体地构造。

[0005] 在一个实施例中，多个支架并联地以层状配置设置，每个支架的第一连接元件直

接或通过相邻支架的第一连接元件连接到第一结构构件，并且每个支架的最末连接元件直

接或通过相邻支架的最末连接元件连接至第二结构构件(请参见图5)。组件的强度是各个

支架强度的总和。组件的变形能力是组件内各个支架中最小的。在使用中，可以在可能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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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或其他类似事件的整个结构中将一个或多个组件设置在主要结构构件的一端或两端。

在遭受地震事件的建筑结构的情况下，每个支架内的一个或多个熔丝元件会引起非弹性变

形。熔丝元件的非弹性变形用于吸收地震力和位移，从而保持主要结构构件和连接部件的

弹性完整性。

[0006] 在第二实施例中，多个支架串联地以层状配置设置，第一支架的第一连接元件连

接到第一结构构件，第一支架的最末连接元件连接到第二支架的第一连接元件，第二支架

的最末连接构件连接到第二结构构件或连接到相邻支架的第一连接元件，然后相邻支架可

以以任何倍数重复。最终，串联中最末支架的最末连接元件连接到第二结构构件。组件的变

形能力是各个支架变形能力的总和。组件的强度是组件内各个支架中最小的。可以在相同

的方向上(请参见图6)和在相反的方向上(请参见图7)设置相邻的支架。

[0007]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可以将包括但不限于弹性体、聚合物和增强聚合物、混凝土或

水泥浆或其他已知材料的材料放置在全部或部分由包围支架的熔丝元件或侧向约束元件

所包围的空隙中，以提供增加的弹性刚度、非弹性刚度和/或阻尼。

[0008] 各个熔丝元件、熔丝元件构造或连接支架的整体可以由金属(主要是结构钢)通过

已知的制造工艺形成，例如从钢板上切割，铸造，焊接形状成型，机械加工，由冷弯板材、挤

出或热轧成型，由相似或不相似材料的部件层压形成，或由其他制造或制造工艺形成。在一

个实施例中，本发明的连接支架是一体结构。但是，其他已知的材料和制造工艺也在本发明

的范围内。

[0009] 由以串联和并联组合布置的支架组成的各个组件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另外，由在

相同方向上并联以及在相反方向上并联设置的支架的组合组成的各个组件在本发明的范

围内。

附图说明

[0010] 附图形成说明书的一部分，并且将与说明书一起阅读，其中，在各个视图中，相同

的附图标记用于指示相同或相似的部分。

[0011]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教导的具有“S”形熔丝元件和互连元件配置的构件对构件连

接支架的实施例的侧视图；

[0012]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教导的具有圆形熔丝元件配置的构件到构件连接支架的实施

例的侧视图；

[0013] 图3是根据本发明的教导的具有矩形熔丝元件配置的构件对构件连接支架的实施

例的侧视图，该矩形熔丝元件配置具有内部加强元件。

[0014] 图4是根据本发明的教导的具有以三维图案(既在页面的平面中倾斜并且在页面

的平面之外倾斜)设置成螺旋配置的熔丝元件的构件到构件连接支架的一个实施例的侧视

图；

[0015]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教导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的俯视图，其中连接支架并联设

置，并且每个支架的第一端连接到第一结构构件，每个支架的最末端连接到第二结构构件。

[0016] 图6是根据本发明的教导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的俯视图，其中连接支架在同一

方向上串联设置，第一支架的第一端连接到第一结构构件，第一支架的最末端连接到第二

支架的第一端，第二支架的最末端连接到第三支架的第一端，并且第三端的最末端连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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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结构构件。

[0017] 图7是根据本发明的教导的构件到构件连接组件的俯视图，其中连接支架在相反

方向上串联设置，第一支架的第一端连接到第一结构构件，第一支架的最末端连接到第二

支架的第一端，第二支架的最末端连接到第三支架的第一端，并且第三端的最末端连接至

第二结构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的以下详细描述参考附图，附图示出可以实践本发明的特定实施例。实施

例旨在充分详细地描述本发明的方面，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践本发明。在不脱离本

发明范围的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其他实施例并且可以进行改变。本发明由所附的权利

要求书来限定，因此，本描述不应被视为具有限制意义，并且不应限制这些权利要求所赋予

的等同范围。

[0019] 如图1所示，示出了本发明的连接支架10，其中，连接支架10包括第一连接元件

21a、第二连接元件22a以及通过设置在第一和第二连接元件21a和22a之间的互连元件24a

互连的一系列熔丝元件23a。通过将变形形状10b与非变形形状10a进行比较，示出了在施加

力的方向上的相对变形。变形形状10b表示在施加载荷之前支架10的状态。未变形形状10a

表示在施加载荷之后支架10的状态，该载荷导致熔丝元件23a发生非弹性变形。熔丝元件

23a和互连元件24a布置成使得第二连接元件22a相对于第一连接元件21a的整体变形(Δ)

26a等于每个熔丝元件在施加力的方向上的各个变形(δ)25a的总和。

[0020] 图1示出了连接支架10的实施例，其中熔丝元件23a和互连元件24a以“S”形图案串

联设置，虽然，在不背离本发明的范围的精神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实现相同总体效果的任何

图案。此外，图1示出了一实施例，其中引导元件20a可以设置在连接支架的多个侧面上以在

压缩载荷下提供稳定性并且抵抗名义上正交于所施加载荷的方向的变形。

[0021] 图2示出了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其中，连接支架11包括第一连接元件21b、第二连接

元件22b以及由设置在第一连接元件21b和第二连接元件22b之间的互连元件24b互连的一

系列熔丝元件23b。熔丝元件23b构造成圆形以产生熔丝配置27a，虽然在不背离本发明范围

的精神的情况下，该形状可以具有任何横截面。通过将变形形状11b与非变形形状11a进行

比较，示出了在施加力的方向上的相对变形。变形形状11b表示在施加载荷之前支架11的状

态。未变形形状11a表示在施加载荷之后支架11的状态，该载荷导致熔丝元件23b发生非弹

性变形。熔丝元件23b和互连元件24b被布置成使得第二连接元件22b相对于第一连接元件

21b的总变形(Δ)26b等于每个熔丝元件在施加力的方向上的各个变形(δ)25b的总和。

[0022] 图2示出了一实施例，其中引导元件20b可以设置在连接支架的多个侧面上以在压

缩载荷下提供稳定性并且抵抗名义上正交于所施加载荷的方向的变形。

[0023] 图3示出了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其中，连接支架12包括第一连接元件21c、第二连接

元件22c以及由设置在第一连接元件21c和第二连接元件22c之间的互连元件24c互连的一

系列熔丝元件23c。熔丝元件23c和互连元件24c被构造成具有加强元件28的矩形形状以产

生熔丝配置27b，虽然在不背离本发明范围的精神的情况下，这种形状和/或加强配置可以

是任何横截面。通过将变形形状12b与非变形形状12a进行比较，示出了在施加力的方向上

的相对变形。变形形状12b表示在施加载荷之前支架12的状态。未变形形状12a表示在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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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之后支架12的状态，该载荷导致熔丝元件23c发生非弹性变形。熔丝元件23c和互连元

件24c被布置成使得第二连接元件22c相对于第一连接元件21c的总变形(Δ)26c等于每个

熔丝元件在在施加力的方向上的各个变形(δ)25c的总和。

[0024] 图3示出了一实施例，其中引导元件20c可以设置在连接支架的多个侧面上以在压

缩载荷下提供稳定性并且抵抗名义上正交于所施加载荷的方向的变形。

[0025] 图4示出了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其中，连接支架13包括第一连接元件21d、第二连接

元件22d以及布置在第一和第二连接元件21d和22d之间的一系列熔丝元件23d。熔丝元件

23d以三维图案(在页面的平面中倾斜并且在页面的平面外倾斜)布置成螺旋形，虽然在不

脱离本发明范围的精神的情况下，熔丝元件23d的倾斜和铰接可以改变为其他图案。通过将

变形形状13b与非变形形状13a进行比较，示出了在施加力或强制位移方向上的相对变形。

变形形状13b表示在施加载荷之前支架13的状态。未变形形状13a表示在施加载荷之后支架

13的状态，该载荷导致熔丝元件23d发生非弹性变形。熔丝元件23d被布置成使得第二连接

元件22d相对于第一连接元件21d的总变形(Δ)26d等于每个熔丝元件在施加力的方向上的

各个变形(δ)25d的总和。

[0026] 图4示出了一实施例，其中引导元件20d可以设置在连接支架的多个侧面上以在压

缩载荷下提供稳定性并且抵抗名义上正交于所施加载荷和强制位移的方向的变形。

[0027] 连接支架10、11、12和13的其他实施例的熔丝元件的类似的非弹性旋转将类似地

执行，并且允许熔丝元件抵抗载荷并在所连接的结构构件之间经历整体的非弹性变形。本

发明的一个实质性好处是，在经历诸如飓风、地震、爆炸等类似的重大载荷事件时，连接支

架可以经历吸收、耗散和响应载荷事件所需的所有非弹性行为。这样，在这样的事件之后，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更换屈服的连接支架而不是更换重要的主要结构构件或整个结

构来对建筑物进行翻新。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经济费用。

[0028] 在不脱离本发明范围的精神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任何用于组装具有相似几何特性

的支架的方法。此外，尽管可能已经针对一种或多种特定类型的载荷(例如地震载荷)描述

了示例，但是所描述的连接和结构设计可以用于其他类型的载荷，例如但不限于爆炸、风、

热、重力、土壤载荷(包括土壤位移产生的载荷)等。

[0029] 图5示出了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其中，根据本发明的教导，连接组件14包括第一连

接支架31a、第二连接支架32a和第三连接支架33a，其每一个都具有以并联配置设置的与实

施例中的一个10、11、12和13相似的几何形状，并且每个支架31a、32a和33a的第一连接元件

41a、42a和43a分别连接到第一结构构件61a，每个支架31a、32a和33a的最末连接元件51a、

52a和53a分别连接到第二结构构件62a。结构紧固件64a在概念上被示为螺栓，虽然在不脱

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结构紧固件。引导元件63a被示为板，虽然

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引导元件的其他配置。

[0030] 图6示出了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其中，根据本发明的教导，连接组件15包括第一连

接支架31b、第二连接支架32b和第三连接支架33b，其每一个都具有以串联配置设置的与实

施例10、11、12和13中的一个相似的几何形状，并且第一支架31b的第一连接元件41b连接到

第一结构构件61b，第一支架31b的最末连接元件51b连接到第二支架32b的第一连接元件

42b，第二支架32b的最末连接元件52b连接到第三支架33b的第一连接元件43b，第三支架

33b的最末连接元件53b连接到第二结构构件62b。结构紧固件64b在概念上被示为销钉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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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虽然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结构紧固件。引导元件

63b被示为实心的阶梯状元件，虽然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引导元件的

其他配置。

[0031] 图7示出了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其中，根据本发明的教导，连接组件16包括第一连

接支架31c、第二连接支架32c和第三连接支架33c，其每一个都具有以串联配置设置的与实

施例10、11、12和13中的一个相似的几何形状，并且第一支架31c的第一连接元件41c连接到

第一结构构件61c，第一支架31c的最末连接元件51c连接到第二支架32c的第一连接元件

42c，第二支架32c的最末连接元件52c连接到第三支架33c的第一连接元件43c，第三支架

33c的最末连接元件53c连接到第二结构构件62c。结构紧固件64c在概念上被示为销钉型紧

固件，虽然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结构紧固件。

[0032] 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出，本发明非常适合于实现上述所有目的和目标，以及显然的

和本发明固有的其他优点。

[0033] 将理解的是，某些特征和子组合是有有效用的，并且可以在不参考其他特征和子

组合的情况下被采用。这是由权利要求预期的，并且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0034] 由于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本发明做出许多可能的实施例，应该

理解，在此阐述或在附图中示出的所有内容都应被解释为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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